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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治療，助您回家
閆彥寧

河北省人民醫院康復醫學科

世界作業治療師聯盟( World Federation of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WFOT)

成立於 1952 年，是目前唯一權威的作業治療師全球性機構，其使命是在全球推廣作

業治療，支持作業治療的發展，在作業治療師教育、執業能力和道德規範等方面發

表了一系列的相關檔。WFOT 還制定了作業治

療教育最低標準，並對各國的作業治療教育專

案進行認證，以確保畢業生具有進行作業治療

實踐所必須的基本技能。

2018 年在中國作業治療發展史上註定是

不平凡的一年! 5 月 18 日在南非開普敦舉行

的世界作業治療師聯盟(WFOT)理事會會議

（WFOT Council Meeting）上，經過理事會表

決通過中國康復醫學會作業治療專委會成為其

正式會員（Full membership），這是我國第一

個加入國際專業組織的康復治療團體，是中國

作業治療專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標

誌著中國作業治療師進入了國際大家庭。

作業治療是康復治療中十分重要的學科之

一，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現代康復醫學而引

入，至今在我國已經有了 30 多年的發展，對國內康復醫學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特別是近年來，在中國康復醫學會領導的支持和幫助下，國內的作業治療專業發展

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為了順應廣大患者的需求，與國際的專科化發展方向接軌，許

多醫院已經將原來的綜合康復治療師，逐步向物理治療師、作業治療師、言語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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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專科化方向發展。2017 年教育部已經批准上海中醫藥大學、2018 年又批准了 3

所大學招收“康復作業治療學”專業，這標誌著我國正式開啟了作業治療專科化的

高等教育，作業治療專業走向了專科化的發展的軌道。2011 年中國康復醫學會在康

復治療專委會成立了作業治療學組；特別是在 2017 年 12 月成立了作業治療專業委

員會，為我國作業治療從業者搭建了更高的平臺，把作業治療專業的發展推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也為我國作業治療專業與國際相應專業組織接軌，推動中國的作業

治療師隊伍走向世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目前為止，國內已經成功舉辦了五屆國

際作業治療研討會、八屆作業治療師資培訓班、八屆全國作業治療論壇和首屆全國

作業治療學術年會；臨床作業治療從業人員和作業治療專業教師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已經有 5 所高等院校的康復治療學專業（作業治療方向）課程和一個作業治療碩士

課程已經得到 WFOT 的認證，2018 年 3 月首都醫科大學、昆明醫科大學的作業治療

課程又通過了 WFOT 的複認證；還有多所院校正在準備啟動申請 WFOT 的課程認證的

程式。

作業治療是康復醫學的重要手段，是提高生活自理、工作、學習能力，促進病

（傷）友回歸家庭、重返社會的重要紐帶和橋樑，在康復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據 WFOT2012 年的最新定義，作業治療是以服務對象為中心，通過有意義和目的的作

業活動促進健康與幸福的一

門醫療衛生專業，作業治療

的主要目標是協助人們參與

到日常生活活動中去，作業

治療師通過與個人和社區的

合作，或者通過活動調整或

環境改造來提高服務對象的

參與能力，支持他們更好地

參與其想要做、必須做或期

望做的作業活動，實現治療

目標。

世界作業治療師聯盟從2010年起，將每年的10月27日定為“世界作業治療日”

（World Occupational Therapy Day），2018年10月27日，是第9個世界作業治療日，

主題是“Celebrating our global community”（全球社區同慶）。為慶祝中國加入WF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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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第一個世界作業治療日，中國康復醫學會作業治療專委會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了

“作業治療，助您回家”活動的倡議，得到了全國各地作業治療從業者的積極回應，

在近26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多家機構進行了多種形式和題材的宣傳活動，不僅體

現了作業治療專業的內涵，也促進了大眾對作業治療的瞭解，受到了廣大患者/家屬

的積極回應和廣泛好評。

作為本期責任主編，我將把這次活動情況給大家做一個展示，以期為臨床作業

治療師提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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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為慶祝 2018 年第 9 個“世界作業治療節日”，北京市五所醫院回應“作業治療，

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有中國康復研究中心、解放軍總醫院、北京康復

醫院、首都醫科大學、中日友好醫院等。

10月 19 日到 21 日，中國康復研究中心 OT 科組織香港理工大學與首都醫科大學

的老師與學生們共同參與了一次為期三天的社區康復行。

本次社區康復行經過了一個多月的精心策劃，共探訪並幫助了三個案例，從脊髓損

傷長達二十年的女生到剛剛發病不久康復願望極其強烈的男孩，他們存在著各式各

樣的功能與能力障礙，各種原因造成他們不能到醫院去做系統的康復訓練，所以如

何讓患者在家中、在社區還能繼續康復訓練，達到最佳的生活品質，是本次 OT社

區行需要思考和解決的重點。

患者家內訪談及評估 設計改良筆並進行書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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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患者轉移方式及家居安全 家中現場改良矯正

家中測評肌力，教予減壓技術 輪椅測量，選擇輪椅

案例結束後小組討論（中康配圖）



8

2018年 10月 24日，解放軍總醫院康復醫學中心作業治療室在肖紅雨主任的指導下，

全體治療師和患者在治療室裏共同參與了一場以“作業治療，助您回家”為主題的遊戲活動。

每位患者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將球拋到對方手中，他們之間的配合很有默契，在肖紅雨主任

以及治療師的鼓勵下，他們更加有信心贏得比賽，每一次的努力，每一滴的汗水，同樣也是在

自己康復的道路中贏得完美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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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復醫院康復診療中心於 10月 24日舉辦了“作業治療，助您回家”主題宣教活動。

本次活動宣教的理念是，即使身體有各種疾病或功能障礙，生活本身依舊還是精彩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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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醫院康復醫學科還針對門診、住院腦卒中患者開展了一次“作業治療助您回家”主題

講座活動。此次活動旨在幫助廣大腦卒中患者提高日常生活活動能力，適應家庭生活，解決從

醫院延伸到家庭康復中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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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康復醫學科於 2018年 10月 27日赴北京市房山區蒲窪鄉舉辦義

診活動。通過此次義診活動，能夠極大程度的為艱苦地區的患者提供作業療法康復指導，足不

出村就能接受到專業作業治療團隊的服務，從而改善其生活品質。本次義診活動旨在向廣大村

民宣傳作業治療如何幫助患者生活自理、提高生存品質，回歸家庭、重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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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醫院康復醫學科作業治療組成員舉辦以“作業治療，助您回家”為主題系
列活動。

活動第一項，“2018 回家”創意賀卡製作。

活動第二項：日常生活用品價格競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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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第三項：輔具介紹

我們給患者及家屬介紹了回家後常用的日常生活類輔具，幫助患者完成穿衣進食及工作休閒，

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很多難題。

活動第四項：獎狀頒發。認真努力的患者們，拿到屬於自己的獎狀後，紛紛笑開了花。

我們解決很多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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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

為慶祝 2018年第 9個世界“作業治療節日”，廣東省四所醫院回應“作業治療，祝您

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廣東省第二中醫院、廣東工傷康

復醫院、深圳市殘疾人綜合服務中心。

由廣東省康復醫學會作業治療師分會主辦，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康復科承辦的“重

建生活為本作業治療服務開展”學術沙龍活動，於 2018年 10月 14日在中山大學附屬

第三醫院舉行。來自廣東省內外多個地區醫療機構的作業治療師以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員共

80餘人參加了本次活動。梁國輝會長、吳麗君推廣大使和林國徽組長就本次學術活動的主

題，和參與活動的治療師就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使大家對重建生活為本的作業治療理念有

了更深層次的理解，增加了大家付諸實踐的信心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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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3 日，臨近中秋佳節，廣東省第二中醫院白雲院區康復作業治療區，舉辦

了以“作業治療，助您回家”為主題的製作冰皮月餅的作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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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工傷康復中心開展了一系列以“作業治療，助您回家”為主題的宣教活動

治療師正在進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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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殘疾人綜合服務中心於 10 月 27 日舉辦一場職業能力評估活動。

 中國康復醫學會作業治療師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少貞主任和常務

委員危昔均博士、中國康復醫學會康復醫學教育專業委員作業治療學組委員

周晶老師、廣東省康復醫學會作業治療師分會理事鄧秀珍老師聯合眾多專業

人士和非專業人士在廣州發起成立了“複健社”（全稱：廣州市陽光關愛腦

卒中患者康復志願者協會）在廣州市的三個社區（海珠區的羅馬家園，黃埔

區的黃埔花園和怡港花園）開展了作業治療服務的推廣工作。提供居家康復、

環境改造、輔具使用等諮詢和指導等服務。同時，該活動還有現場義工招募

和腦卒中人士進行登記和簽約環節，以後會對義工進行專業培訓，並定期由

義工為簽約人士提供上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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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壯族自治區

為慶祝 2018 年第 9 個“世界作業治療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兩所醫院回應“作業治療，

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廣西江濱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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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江濱醫院作業治療科舉辦以“作業治療，助您回家”為主題系列活動，活動包括

外出超市購物和包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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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 個“世界作業治療日”，河南省 4 所醫院回應“作業治療，祝您回

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河南省兒童醫院、河南省中西醫綜合兒童康復中心、鄭州

大學第五附屬醫院、鄭州大學第三附屬醫院。

河南省兒童醫院康復中心四個作業室集體舉辦“讓作業治療師，帶您的孩子回家”這

一主題活動。手指畫遊戲，鍛煉手口眼協調能力的同時也讓小朋友知道秋天是收穫的季節，

陶冶情操，激發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熱愛。助孩子們逐步掌握生活技能，儘快回歸家庭，

回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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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西醫結合兒童康復中心特舉辦“讓作業治療師，幫您把孩子帶回家”主題活

動。手捏著吃，拿勺吃飯，拿筷子吃飯，自己穿脫衣服、鞋襪，自己拉拉鏈，自己扣扣子，

體現全人康復的理念，讓孩子們自己體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體驗自己做的同時增加學

習和嘗試的興趣，讓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從而讓孩子們儘快的回歸家庭和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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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大學第五附屬醫院康復醫學科積極回應專委會號召，開展了以“作業治療，助您

回家”為主題的小組活動。

活動設計一是在治療師和家屬的幫助下，小組病人共同合作制作出慶祝展板，二是，

針對於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IADL）中的做飯技能，幫助病人更好的回歸家庭，帶領

病人一起製作水果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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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州大學第三附屬醫院舉辦了以“快樂康復，作業治療帶你尋找秋天”為主題的活動，

為了宣傳作業治療在兒童康復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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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 個“世界作業治療日”，黑龍江省三所醫院回應“作業治療，祝您

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哈爾濱市兒童醫院、

黑龍江省農星總局總醫院。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康復中心舉辦了一次集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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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市兒童醫院康復科 OT室以“作業治療，助寶貝回家”為主題舉辦以下活

動：

1、一對一日常生活活動能力（ADL）指導

2、別開生面的日常生活能力（ADL）競技遊戲

3、帶作業治療師回家（優秀的作業治療師和你回家解決你家中出現的康復問題）

4、首屆輔助器具比賽（輔助器具走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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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省農墾總局總醫院康復醫學科科作業治療部開展了

以“作業治療，助您回家”為主題的康復宣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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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個“世界作業治療日”，湖北省兩所醫院回應“作業治

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十堰市太和醫院、武漢科技大學附

屬天佑醫院。

十堰市太和醫院康復科為了讓患者更有家的感覺，我們讓患者和醫護人員

聚在一起，看一部電影，品百味人生。大家一起進入光影的世界，感悟多彩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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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科技大學附屬天佑醫院康復醫學科組織了床旁 ADL訓

練以及手工、聯歡等小組活動。

精 心 准 備

討論成立創意繪畫小組和精彩活動小分隊培養了學生的活動動手能力，使學生更加明白了

作業治療的意義

創意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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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旁 ADL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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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紙飛機——放飛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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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鼓傳球 才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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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動物貼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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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拼盤 生活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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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為慶祝 2018年第 9個“世界作業治療日”，吉林省兩所醫院回應“作業治療，祝您

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吉林省春光康復醫院、長春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三臨床醫

院。

吉林省春光康復醫院組織的活動是利用生活化的場所醫院的食堂，日常的活動——摘

菜，提升患者生活能力及生活意志，調節生活環境，幫助食堂工作人員減輕工作壓力，從

而重建患者成功、幸福、愉快及有意義的生活方式，以維持身體及精神健康。以作業表現

為主要途徑，以作業能力為治療目標，以作業活動為治療手段，讓患者勇敢的邁出去，參

與生活，找回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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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三臨床醫院腦病康復科作業治療室組織

為期一個月的各項活動，由作業治療師、作業治療實習學生、患者及

家屬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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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 個“世界作業治療日”，青海省青海大學附屬醫院回應“作業治療，

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

10 月 24 日到 10 月 25 日在青海大學附屬醫院南院區開展了輔助器具製作的培訓課程、

並與病人家屬一起進行了一次作業訓練手工製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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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為慶祝 2018年第 9個“世界作業治療日”，山西省兩所醫院回應“作業

治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山西大醫院、長治醫學院附屬和

平醫院。

山西大醫院康復醫學科舉辦“作業治療，助您回家”宣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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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治醫學院附屬和平醫院從穿衣、洗臉、進食、轉移等方面進行了 ADL的

小組治療活動，在治療師和病友的鼓勵和幫助下，患者完成了系列活動，不僅

提高了自理能力，還大大提升了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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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為慶祝 2018 年第 9 個“世界作業治療日”，上海市五所醫院回應“作業治療，祝您回

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上海市瑞金醫院、上海陽光康復中心、上海市養志康復醫

院、岳陽醫院、華山醫院。

上海市瑞金醫院康復醫學科作業治療部在 2018 年 10 月 24 日舉辦“作業治療，助您回

家”病例分享活動。活動對象來自全國各大醫學院校康復專業的醫學生 30 餘人。由作業治

療師肖梓豪為大家分享作業治療在卒中患者全面康復中的實施及療效。各位同學在聽後都

受益匪淺，他們更瞭解 OT 的豐富內涵，OT 在康復中的意義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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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陽光康復中心舉辦了一次“病友心得分享”活動向大家普及

作業治療知識，分享回歸家庭心得體驗，同時推廣人性化、現代化、

國際化的作業治療理念，幫助大家理解患病與回歸家庭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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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陽醫院康復科組織了一次包餛飩的小組活動。此活動包括了食物的準備，

進食，清潔整理等患者會在回歸家庭生活中遇到的日常生活活動。在活動過程

中，觀察患者上肢及手部運動的控制與協調能力，患者在團體中的交際能力等

等，與此同時給予患者引導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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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醫院東院作業治療室詢問了住院病友們的興趣，發

出邀請函，準備了一場精心策劃的活動：沙拉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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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 個“世界作業治療日”，湖南省四所醫院回應“作業治

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中南大學湘

雅醫院、湘雅博愛康醫院、湖南省工傷康復中心。

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康復科舉辦了一次以患者為中心的烹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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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學湘雅醫院舉辦了世界作業治療日系列活動，包括宣教、義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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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博愛康醫院舉辦了多種形式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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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工傷康復中心 OT 團隊以脊髓損傷患者為目標群體策劃了系列活動以

增進患者的活動參與，促進其回歸家庭回歸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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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個“世界作業治療日”，四川省十四所醫院回應“作業

治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逆遂市中心醫院、宜賓市第二人

民醫院、四川省人民醫院、四川省第二中醫院、綿陽市中心醫院、成都市第二

人民醫院、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金堂縣第一人民醫院、

自貢市第一人民醫院、安嶽縣人民醫院、綿陽市第三人民醫院、雅安職業技術

學院附屬醫院、南充市中醫醫院。

遂寧市中心醫院康復中心作業治療部開展了以“作業治療，助您回家”為

主題的活動，活動的內容是包餃子和日常生活技能比賽，參與人員有醫務人員、

患者及家屬。活動的目的是讓患者重拾生活希望，堅持康復治療，相信自己：

我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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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賓市第二人民醫院康復醫學科舉辦“作業治療，助您回家”超市模擬購

物活動，以激發患者的內在潛能，讓其重燃對生活的熱愛與嚮往。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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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醫院的作業治療師為患者及家人安排了一場關於回歸家庭，家

居環境改造的主題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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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第二中醫院、綿陽中心醫院、核工業 416 醫院、雙流區第一人民醫院、崇州康

復智能醫院積極從“生活意志、能力和方式”等方面的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活動。通過

該活動使患者能積極主動參與作業活動，讓患者在作業活動中體驗到成功和快樂，同

時讓患者認識到自己的價值，為患者回歸家庭社會建立堅實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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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陽市中心醫院康復醫學科以“重建生活為本”康復理念定期舉行各種治

療性活動，開展了家居與社區生活治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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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康復治療師協會作業治療分會會長曾真，秘書王孝雲，副會長劉波，

晏梓宴，張晗，劉靜及各位主任委員，委員代表作業治療師分會發出活動倡

議。全省各地作業治療師們紛紛回應，各單位積極配合，開展了以“作業治

療，助您生活更美好！“為主題的豐富多彩的世界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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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個“世界作業治療日”，浙江省兩所醫院回應“作業治

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溫州醫科大學第三醫院、浙江省人

民醫院。

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新橋院區針對患者及家屬做了主題為“認識作

業治療”的科普宣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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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人民醫院康復醫學科作業治療部門在 25 號上午舉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作業治

療，助您回家”主題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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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

為慶祝 2018 年第 9個“世界作業治療日”，重慶市陸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

醫院及重慶市優撫醫院回應“作業治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

陸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康復科作業治療師走進重慶市優撫醫院（原重

慶市精神病醫院），組織其精神康復科治療師開展了“清潔家園，環保行動”主

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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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 個“世界作業治療日”，河北省地區河北省人民醫院回應

“作業治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

河北省人民醫院舉辦了一系列以“作業治療，助您回家”為主題的宣教、

集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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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熱鬧鬧包餃子，治療也能展笑顏

餃子是中國傳統美食，今天我們將包餃子和患者作業治療結合在一起 。患

者在歡快的氛圍裏功能轉化為能力，為回歸生活做準備。



104

穿衣大賽，緊張有序

患者嫺熟有序的進行每一步穿衣的步驟，互相展示自己的學習經驗，每一

位患者都成為穿衣大賽的勝利者！順利穿好衣服，為獨立生活自理打下堅實的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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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障礙路訓練，讓出行無障

礙

障礙路的行走訓練，有效

加強了患者對不同路面條件的適

應能力，讓患者在離開醫院的無

障礙環境後也能夠自如應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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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 個“世界作業治療日”，海南省三所醫院回應“作業治療，

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海南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海南醫學院

第二附屬醫院、海南省婦幼保健醫院。

海南醫學院第一、第二附屬醫院康復團隊聯合開展了“作業治療，助您回

家”為主題的活動。在此活動中，康復團隊將與患者一同前往假日海灘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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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婦幼保健院兒童康復科於2018年10月26日舉辦了"作業治療 祝

寶貝回家"的主題系列活動。在全體康復治療師及家長的協助下參加活動的兒童

完成了“水果拼盤”“DIY 祝福卡片”“手工花束”等系列遊戲。這次活動不

僅把歡度節日融入到小組活動中去，讓兒童在遊戲中訓練，而且還增加了兒童、

家長、治療師之間的互動和情感交流，讓我們攜手共進，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佈置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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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下與希望的約定

DIY 卡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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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花束

水果拼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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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 個“世界作業治療日”，陝西省兩所醫院回應“作業治

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陝西

省康復醫院兒童康復中心。

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康復醫學科舉辦了三個系列活動，分別於 10 月

24 日―26 日在康復醫學科治療大廳內舉行面對治療師、面對患者及家屬以及面

向護理工作者們的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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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省康復醫院兒童康復中心舉辦了“作業治療 助小朋友回家”的主題活

動，帶領小朋友們到公園遊玩，讓他們感受大自然，同時也為了讓他們融入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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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 個“世界作業治療日”，遼寧省盛京醫院回應“作業治療，

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

 盛京醫院康復中心舉辦了以“作業治療，助您回家”為主題的特別活動，包

括作業治療知識的普及宣教，還有一場特殊的馬拉松“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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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個“世界作業治療日”，安徽省九所醫院回應“作業治

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中國

科學技術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皖南醫學院附戈磯山學院、蚌埠醫學院第一附屬

醫院、蕪湖市第二人民醫院、安徽省皖南康復醫院、淮南東方醫院、阜陽市人

民醫院、寧國市人民醫院。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康復科治療師、護士、

實習團隊、規培醫生、部分患者及家屬齊聚在康復醫學科小教室，共同參與活

動。此次專題活動由孫宗雷醫生主持並主講作業治療、環境改造內容，自助具

展示體驗，並由張兆平護士長進行 ADL（日常生活活動能力）演示等，讓患者進

一步瞭解及體驗作業治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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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安徽省立醫院）康復醫學科治療中心吳鳴主任組織

安徽省 9家醫院參與世界作業治療日活動，分別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安徽

省立醫院）、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皖南醫學院附屬弋磯山醫院、蚌埠醫學院第一附

屬醫院、蕪湖市第二人民醫院、安徽省皖南康復醫院、淮南東方醫院、阜陽市人們醫院、

寧國市人民等醫院康復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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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

為慶祝 2018 年第 9 個“世界作業治療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疆醫科大

學第一附屬醫院回應“作業治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新疆醫科大學

第一附屬醫院康復醫學科組織了一次師生共同參與的外出家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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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個“世界作業治療日”，山東省泰安市中心醫院回應“作

業治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

泰安市中心醫院康復科舉辦了專題講座，以腦血管病，作業療法，輪椅的

選擇與使用以及環境改造內容， 著重講解及演示日常生活活動能力訓練，讓患

者能夠瞭解作業療法，提高自信心和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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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 個“世界作業治療日”，福建省三所醫院回應“作業治

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福建醫科大學、福建省第三人民醫

院、福建中醫藥大學康復醫學院。

福建醫科大學康復治療學系師生從學校出發，抵達福州市鼓樓區安泰社區

居家養老中心。在學系作業治療教研室主任林誠老師的帶領下，學生們運用所

學的作業治療知識，結合 PPT 的形式，通過知識宣講和互動，深入淺出地為老

人講解如何通過作業活動保護膝關節以及提高日常生活能力的各種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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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點座標：福州閩候上街若干社區

OS：距離不合適的步道，邁大步不是小步也不是

OS:樓梯臺階高度太高易摔 太低也易摔

OS：踏面缺乏明顯提示，摔倒風險高 OS：按個電梯好吃力 走進無障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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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 個“世界作業治療日”，江蘇省三所醫院回應“作業治

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其中包括南京醫科大學康定學院作業治療系、

無錫樣旺康復醫院、無錫同仁康復醫院。

南京醫科大學康復醫學院作業治療系在全體領導和老師的支持下，舉辦以

“作業治療，助您回家”為主題的活動。



127



128



129



130

無錫同仁康復醫院作業治療部在 10月 26-10月 31日積極開展“世界作

業治療日”系列活動。

活動內容包括：

1.“最美 OT”攝影作品展；

2.“康樂生活”必備秋品 DIY手工坊；

3.“關注健康，快樂生活”康復義診活動。

“最美 OT”攝影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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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生活”必備秋品 DIY 手工坊

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的除了努力康復訓練，還有那份熱忱和情懷。OT，

一個有愛有溫度的專業，一門幫您參與生活感受生活的藝術課

必備秋品 DIY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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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健康，快樂生活”康復義診活動包括康復宣教、日常康復訓練指導、

運動損傷防護、亞健康調節、測血壓心率及市民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類健康

問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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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個“世界作業治療日”，江西省兩所醫院回應“作業治

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江西中醫藥大學附

屬醫院。

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康復醫學科主辦了“作業治療，助您回家”主題系列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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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康復科開展“作業治療，助您回家”宣教活動，主

要包含了環境改造講解、自助具展示體驗、日常生活活動能力（ADL）訓練演示，

然後進行了輪椅使用的講解和輪椅技能展示，本次活動受到了患者及家屬的一

致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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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

為慶祝 2018 年第 9個“世界作業治療日”，甘肅省蘭州大學第二醫院回應“作
業治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

蘭州大學第二醫院康復醫學科舉辦了以“作業治療 助您回家”為主題的活

動，由治療師、醫生、患者和家屬共同參予的超市購物體驗活動，充分增加了

患者和家屬對作業治療的瞭解，為患者早日回歸家庭、融入社會做好鋪墊與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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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自治區

為慶祝 2018 年第 9 個“世界作業治療日”，內蒙古自治區內蒙古醫科大學附

屬醫院回應“作業治療，祝您回家”開展了系列活動。

2018年 10 月 23日，內蒙古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康復治療中心成功開展了第

九個“世界作業治療日”宣教活動，此次活動以《偏癱患者的早期體位擺放及轉移

訓練》為題，旨在預防偏癱患者發病早期的各種併發症，並為其功能恢復提供

正確指導，幫助患者早日實現生活自理，回歸家庭及社會。

世 界 作 業 治 療 師 聯 盟

（WFOT）從 2010 年起，將每

年的 10月 27日設定為"世界作

業治療日"。這個節日的設立是

為認可及肯定作業治療師為患

者及其社區工作中發揮的作用

與成績，同時鼓勵治療師能更

好的提高專業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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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本次活動，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社會力量加入支持早期正確康復指導的

宣導工作，讓更多需要接受康復指導的患者少走彎路，早日回歸家庭與社會。

希望通過多方的配合和努力，讓更多生命完成陽光下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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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治療會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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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康復醫學會作業治療專委會第二屆全國學術年會

會議相關資訊

一、名譽主席

方國恩、牛恩喜、劉 駿

二、顧問

鄭潔皎、陳文華、Kit Sinclair（中國香港）、林克忠（中國臺灣）、

黃錦文（中國香港）、張瑞昆（中國臺灣）

三、主席

閆彥寧、樂永林

四、組織委員會

主 席：翟 華

副主席：祁 奇、劉 璿、李恩耀、劉 岩、陸佳妮

委 員：蔣慧慧、李賢文、王權、張子未、夏偉力、羅 倫、洪永鋒、徐 麗、

蔡素芳、薛燕萍、張裴景、徐悅瑩、沈 莉、謝曉峰

五、學術委員會

主 席：李奎成

副主席：林國徽、胡 軍、陳少貞、李恩耀、楊永紅、況偉宏、劉曉丹、

徐豔文、胡 岱

委 員：（排名不分先後，按姓氏筆劃排序）王志強、王勇軍、卞 立、田 晶、

邢 劍、朱 琳、伊文超、危昔均、危 靜、許志生、蘆劍峰、

肖紅雨、吳 鳴、何愛群、何 璐、應德霞、張培珍

六、秘書處及聯繫方式

秘書長：李奎成

秘 書：蘆劍鋒，手機 15103215230

會務組：

繳費諮詢：劉美彤,18310834939

會務諮詢：蔣慧慧,13512170776

住宿諮詢：崔娟紅，1891076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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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諮詢：張洪玲，13651288998

謝 萌，13401172207

江淼淼, 17719829386

作業治療創新及創業大賽（詳細通知另行發放）

投稿郵箱： yuqiuhua9@163.com

聯繫人：餘秋華

作業治療科普作品大賽（詳細通知另行發放）

投稿郵箱：597233285@qq.com

聯繫人：左京京，18081199794

七、論文徵集

歡迎各位同道進行論文交流，文章體裁格式不限，未經正式發表的作業治

療相關論文均可投稿論。投稿可以是摘要，也可以是全文，中英文均可，類型

不限。內容包括：作業評定、作業治療、學科管理、新技術新理論應用等。屆

時會進行優秀論文評選活動。

論文投稿截止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注：只接收郵件投稿）

投稿郵箱：839574221@qq.com

聯繫人：闞來弟，18838004996

八、會議主要議程及內容

日期 時間 內容

4 月 26 日
13:00~17:00

作業治療創新及創業大賽

作業治療科普作品大賽

19:00~20:30 作業治療專業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

4 月 27 日

8:00~12:00 開幕式及主論壇

12:00~13:00
上海市康復醫學會作業治療專委會全委

會

13:00~17:00

神經 OT 學組成立會議及分論壇

社會心理 OT 學組成立會議及分論壇

職業康復學組成立及分論壇

19:00~21:00
OT 青委會成立會議及青年 OT 科研沙龍、

《作業治療指南》定稿會

4 月 28 日 8:00~11:30

兒童 OT 學組成立會議及分論壇

感統治療學組成立會議及分論壇

手外傷 OT 學組成立會議及分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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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2:00 閉幕式

九、會議費用

會議註冊費 1000 元/人；3 月 30 日前註冊者享受優惠價 800 元/人。參加作

業治療創新創業大賽、作業治療科普大賽的選手必須繳納會議註冊費，不另行

收取比賽費用。在校學生憑學生證可享受五折優惠價。註冊費繳費方式有兩種：

①掃下麵的會議二維碼完成繳費（注：3 月 30 日前註冊掃左邊二維碼；3 月 30

號後註冊掃右邊二維碼；②現場繳費。發票在會議期間到指定地點領取。

食宿及交通費用自理或回單位報銷。

3 月 30 日前掃此碼（優惠價） 3月 30 日後掃此碼（全價）

十、酒店資訊

會場周邊酒店參考資訊如下，會議不安排統一預定，請自行聯繫預定。

序

號
酒店名稱

參考房價
地 址 路 程 公交路線

大床 標雙 早餐

1

上海雅居

軒精品酒

店公寓

280 260 無早

上 海 松 江

區 廣 富 林

路 658 弄

255 號

1.3 公里

步行 10-15

分鐘

步行 770 米-光星路銀澤路站上車

乘松江 21 路至光星路廣富林路站

下車-步行 350 米到達酒店

用時 26 分鐘

2

上海三迪

華美達酒

店

438 400 雙早

上 海 松 江

區 廣 富 林

路 600 弄 7

號

1.2 公里，

步 行 約 20

分鐘

步行 210 米-光星路茸盛路站上車乘松

莘 線 b 線 ( 或 松 江 21 路 ，

松江 66 路外圈)至光星路廣富林路

站下車-步行 660 米到達酒店

用時 20 分鐘

3
上海松江

世茂睿選
400 400 雙早

上 海 松 江

區 廣 富 林

1.5 公里，

步 行 約 25

步 行 210 米 - 光 星 路 茸 盛 路 站

上車乘松莘線 b 線 (或松江 21 路，



147

酒店 路658號松

江 萬 達 廣

場

分鐘 松江 66 路外圈)至光星路廣富林路站

下車-步行 660 米到達酒店

用時 25 分鐘

十一、會場交通

（1）上海站-上海市陽光康復中心

地鐵：上海火車站乘 3 號線至宜山路站下車，乘地鐵 9 號線至松江大學城站下車，換乘公

交 21 路至光星路銀澤路下車，步行 790 米

駕車:39 公里，約 1 小時 20 分鐘

（2）上海虹橋站-上海市陽光康復中心

地鐵： 虹橋樞紐 10 路九亭區間上車至滬亭北路滬松公路站 下車 ，九亭站上車乘地鐵 9

號線至松江大學城站下車，換乘公交 21 路至光星路銀澤路下車，步行 790 米

駕車: 24 公里，約 40 分鐘

（3）上海虹橋國際機場-上海市陽光康復中心

地鐵：虹橋 2號航站樓站上車乘坐地鐵 10 號線至交通大學站下車，換乘地鐵 11 號線至

徐家匯站下車，換乘地鐵 9 號線至松江大學城站下車，換乘公交 21 路至光星路銀澤路下

車，步行 790 米

駕車：25公里，約 40分鐘

（4）上海浦東國際機場-上海市陽光康復中心

地鐵：浦東國際機場上車乘坐地鐵 2號線東段延伸段（廣蘭路方向）至世紀大道站下車，

換乘地鐵 9號線至松江大學城站下車（4號口出），換乘公車 21 路至至光星路銀澤路下

車，步行 790 米

駕車：72公里，約 9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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